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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坏死因子⁃α 抗体治疗狭窄型
克罗恩病的争议与共识
余乔

李清海

【 摘要】

宋永茂

徐栋

陈焰

抗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 ⁃α 单克隆抗体的出现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为炎症性肠病（ ＩＢＤ） 患者带来了福音。 然而，目前关于抗
ＴＮＦ⁃α 制剂对于狭窄型克罗恩病的用药指征和确切效果均

Ｃｒｏｈｎ′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ｐｈａ； Ｉｎｆｌｉｘｉｍａｂ；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

剂后出现肠梗阻和肠穿孔的风险增高；但也有观点认为两者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８１７００４５５）

炎症，不能抗纤维化乃至改变克罗恩病的远期结局。 为了避

克罗恩病属于炎症性肠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存在争议。 有研究者认为狭窄型克罗恩病患者使用生物制
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其根本问题在于抗 ＴＮＦ⁃α 制剂只针对
免和预防肠梗阻和肠穿孔发生，临床 ＩＢＤ 医师使用抗 ＴＮＦ⁃α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ＢＤ） 的一种，是以肠道全层透壁性炎症为特

确把握用药适应证和时机；并推进研发特异性抗肠道纤维化

关研究统计，克罗恩病患者确诊 ５ 年后肠道狭窄的

制剂治疗前，须评估肠道狭窄的病理学组成成分和类型，准
药物治疗狭窄型克罗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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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慢性疾病，可能进展为肠道狭窄和梗阻。 据相
累积发生率为 ４８％ ～ ５２％，１０ 年后为 ６９％ ～ ７０％，而

发生肠道狭窄的大部分患者需要施行手术治疗 ［１］ 。
近 １０ 年来，以抗 ＴＮＦ⁃α 为代表的生物制剂是治疗
ＩＢＤ 的重 大 突 破， 其 快 速 的 黏 膜 愈 合 能 力 提 高 了
ＩＢＤ 患者应答率和缓解率 ［２］ 。
１

抗 ＴＮＦ 制剂的使用现状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已有 ＞ １００ 万人安

全使用生物制剂，国际多中心大量临床试验证实以
下生物制剂对 ＩＢＤ 临床治疗有效：英夫利昔单克隆
抗体、阿达木单克隆抗体、 维多珠单克隆抗体、赛
妥珠单克隆抗体、那他珠单克隆抗体、优特克单克
隆抗体，其中 抗 ＴＮＦ⁃α 制 剂 的 英 夫 利 昔 单 克 隆 抗
体和阿达木单克隆抗体在中国最常用 ［３］ 。 然而，部
分医师和患者把生物制剂当 成 是 ＩＢＤ 治 疗 的 “ 救
命稻草” ，导致生物制剂的使用时机不当，甚至出现
严重并发症。 近年来，使用生物制剂治疗后出现肠
梗阻和穿孔的情况时有报道。 ２０１３ 年韩国报道了

１ 例 １７ 岁无法耐受硫唑嘌呤不良反应的克罗恩病
患者，施行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治疗 １ 周后一般情
况和食欲好转，但 １３ ｄ 后出现肠梗阻 ［４］ 。 ２０１６ 年
英国 １ 例 １１ 岁克罗恩病男孩在注射 ３ 次英夫利昔

单克隆抗体治疗后出现肠梗阻和穿孔［５］ 。 抗 ＴＮＦ⁃α
制剂与狭窄型克罗恩病患者出现肠梗阻和穿孔结
局是否存在一定关系？ 这一问题亟需引起 ＩＢＤ 医
师的关注。

· 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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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ＴＮＦ⁃α 制剂与狭窄型克罗恩病肠梗阻和穿孔

的关系

ＴＮＦ⁃α 通过增加前列环素诱导 ＪＮＫ ＭＡＰ 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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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近使用激素等因素与肠道狭窄或肠梗阻进展存
在显著相关性 ［１４］ 。
目前暂未发现其他生物制剂加重或导致肠道狭

和 Ｓｍａｄ７ 表达，从而拮抗转化生长因子 β（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窄的报道。 鉴于前期研究结果提示：生物制剂治疗

发挥了抗纤维化作用，从机制而言 ＴＮＦ⁃α 是阻止发

狭窄，且狭窄型克罗恩病对生物制剂应答不佳，新型

ｍ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β，ＴＧＦ⁃β） 依赖的信号通路，可能
生肠道纤维化和局部小穿孔的有利因素

［６］

。 因此，

有学者提出抗 ＴＮＦ⁃α 制剂可能破坏了上述机制，加

后可能导致新的肠道狭窄出现或加重已存在的肠道
生物制剂的随机对照试验均明确将梗阻型克罗恩病
或严重肠道狭窄患者列入排除标准 ［１５］ 。

ＧＥＴＡＩＤ 队列研究是首项以小肠狭窄型克罗恩

速成纤维细胞迁移，诱导黏膜下层乃至深层肠壁出

。 美国密尔沃基市的一项纳入 ７６ 例

病 为 适 应 证， 关 于 阿 达 木 单 克 隆 抗 体 的 临 床 试

利昔单克隆抗体治疗后 ８８％（６７ ／ ７６） 患者达到临床

疗 ２４ 周，６４％ （６２ ／ ９７） 患者获得成功应答。 狭窄肠

现纤维化

［７－８］

难治性克罗恩病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施行英夫

验 ［１６］ 。 其研究结果显示：使用阿达木单克隆抗体治

。 ６７ 例应答患者中 ７ 例在后续治疗出现肠

段＜１２ ｃｍ、狭窄近端小肠直径为 １８ ～ ２９ ｍｍ、磁共振

缓解

［９］

梗阻，需要住院和手术治疗；５ 例患者（５ ／ ７） 行英夫
利昔单克隆抗体治疗前已有肠道狭窄的临床证据
［ 影像学检查和（ 或） 内镜检查结果］ ；６ 例患者行英
夫利昔单克隆抗体治疗后新出现（ 或） 额外的肠道
狭窄 ［９］ 。 美国一项纳入 １０ 例 ＩＢＤ 患者的研究，其
中４ 例合并肛瘘，４ 例存在肠道狭窄；１０ 例患者行英
夫利昔单克隆抗体治疗 ３ 周后临床症状均缓解，但
平均治疗 ５ 周后均出现需要手术干预的肠梗阻

［１０］

。

这 １０ 例患者梗阻部位分别位于回肠吻合口（３ 例） 、
小肠（５ 例） 、结肠（ １ 例） 以及肠造口（１ 例） ，４ 例治

小肠成像（ ＭＲ ｅ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ＲＥ） 延迟期显著增强

以及不合并瘘管等因素与阿达木单克隆抗体应答具
有相关性，作者认为这些因素提示肠道狭窄可逆。
Ｂｏｕｈｎｉｋ 等 ［１６］ 认为：阿达木单克隆抗体对病程较短、
症状较明显的肠梗阻有效，但是慢性、症状不明显的
肠梗阻难以在阿达木单克隆抗体治疗中获益。 该研
究结果中阿达木单克隆抗体的严重不良反应比例为

７２％（７０ ／ ９７） ，其中治疗期间需要手术的患者比例为
６９％（４８ ／ ７０） ，４ 例需要内镜扩张治疗，１３ 例需要住
院治疗 ［１６］ 。

笔者认为：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实抗 ＴＮＦ⁃α 制

疗前已存在肠道狭窄的患者，治疗后在相同部位发
生梗阻。 ２０１０ 年荷兰的 Ｅｓｈｕｉｓ 等

［１１］

开展了一项病

剂与肠梗阻或穿孔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上述报道中

例对照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行抗⁃ＴＮＦ 治疗的克

出现肠梗阻或肠穿孔的克罗恩病患者，在用药前多

罗恩病患者与未行抗⁃ＴＮＦ 治疗组比较，前者发生自
发性肠穿孔的几率显著增加 （ 比值比 ＝ ４ １，２３ ０，

已合并肠道狭窄，而这类患者较其他类型疾病更为

９５％可信区间：１ １ ～ １６ ０，２ ２ ～ ２３８ ５） 。

严重，发生肠梗阻和穿孔的风险更大，未来需要进一
步设计严格的大样本临床对照试验予以证实。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使用生物制剂并不会增加

克罗恩病患者肠梗阻或穿孔的风险 ［１２－１３］ 。 ２００８ 年
意大利 １ 项前瞻性研究纳入 １５ 例存在肠梗阻症状
的克罗恩病患者，经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注射治疗

６ ～ ２２ 次 后， ８ 例 患 者 未 出 现 肠 道 狭 窄 进 展

［１２］

。

２０１３ 年一项纳入 ３６ 例用药前无肠梗阻的克罗恩病
患者，在使用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１３ 例） 或阿达木
单克隆抗体（ ２３ 例） 治疗≥１２ 个月后，小肠对比超
声成像显示仅 ３ 例患者出现肠梗阻进展，经证实均
为纤维 狭 窄 性 克 罗 恩 病

［１３］

。 ＴＲＥＡＴ 注 册 研 究 和

ＡＣＣＥＮＴ Ⅰ期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使用英

夫利昔单克隆抗体的患者出现肠道狭窄和梗阻的比

例约是使用其他药物的 ２ 倍（１ ９５ ／ １００ 比 ０ ９９ ／ １００，
Ｐ＜０ ００１） ；但多因素分析结果却发现两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而疾病病程、严重程度、回肠病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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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型克罗恩病的诊断与治疗探索
狭窄型克罗恩病的诊断

狭窄型克罗恩病的诊断与治疗一直是 ＩＢＤ 的

重点和难点。 该类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部分患者
即使接受了生物制剂治疗，还是无法改变病程的结
局。 其根本症结在于肠道纤维化是由慢性炎症引起
细胞外基质蛋白过度沉积造成的不良结局，狭窄肠
段的病理学组成成分复杂，多为炎症和纤维化同时
存在的混合性狭窄 ［１７］ 。 大量证据表明：现有的生物

制剂包括抗 ＴＮＦ⁃α 单克隆抗体只是针对肠道炎症，
在炎症因素被控制后，肠道结构性损伤仍然持续存
在，纤维化狭窄一旦形成几乎无法通过药物逆转，通
常需要内镜治疗或手术干预 ［１８－２１］ 。 因此，早期鉴别
肠道狭窄的性质、寻找致炎因素以外的肠道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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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Ｓｕｒ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７，Ｎｏ．９

致病机制是狭窄型克罗恩病得到早期诊断与治疗，
从而防治和延缓肠道结构性损伤的关键前提。

目前，超声检查、ＣＴ 小肠造影（ ＣＴ ｅ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ＴＥ） 和 ＭＲＥ 均被报道可用于肠道狭窄的诊断，但
超声检查对远端回肠诊断准确度有限。 来自德国的
Ｐａｎéｓ 等 ［２２］ 对这 ３ 种技术在克罗恩病炎性狭窄和纤

· ９０７·

分子通路中的 ＴＧＦ⁃β 抗体可能将在 ＩＢＤ 治疗中具
有一定应用前景。 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选择性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组分的阻断
剂、ＩＬ⁃１３ 抑制剂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标蛋白抑制
剂等均具有抗纤维化作用 ［２９］ 。 但这些药物在治疗
克罗恩病中能否发挥特异性抗肠纤维化作用值得进

维性狭窄鉴别诊断方面的价值，经组织病理学检查

一步研究。 最近研究结果表明：局部使用细胞内蛋

断正确率分别为 ４０％、５３％、５７％，３ 种检查方法上

纤维化 ［３０］ 。 因此，笔者认为：局部抗肠纤维化药物

证实其狭窄检出率分别为 ６８％、８１％、８１％，鉴别诊
述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该研究结果提示：
尽管 ＭＲＥ 检查鉴别诊断效率最高，但不能准确区分

白激酶抑制剂（ ＡＭＡ０８２５） 可以预防甚至逆转肠道
与抗炎药物联合使用可能是治疗狭窄型克罗恩病的
有效手段。

炎性和纤维化狭窄。 近年来科学家致力于新技术的
研究。 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能够体外鉴别克罗恩病

４

狭窄的纤 维 化 分 级， 但 这 项 技 术 高 度 依 赖 操 作 者
的 经 验 和 水 平 ，临 床 推 广 应 用 尚 需 一 定 时 间

［２３］

。

Ｒｉｍｏｌａ 等 ［２４］ 使用术后组织评分评估接受 ＭＲＥ 检查

抗 ＴＮＦ⁃α 制剂治疗 ＩＢＤ 的适应证和时机

２０１６ 年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 ＥＣＣＯ） 发

布《 关于纤维狭窄型克罗恩病诊疗的话题综述》 ［３１］ 。
同年，我国炎症性肠病学组提出了《 抗肿瘤坏死因

的克罗恩病患者炎症和纤维化狭窄的严重程度，其

子 α 单克隆抗体治疗炎症性肠病专家共识

现和信号增强提示肠道炎症较严重。 但该技术不能

适应证是非狭窄非穿透型克罗恩病患者。 特别是瘘

研究结果发现：肠壁增厚、肠黏膜内 Ｔ２ 信号、瘘管出
准确检测肠道纤维化进展程度。 磁化转移磁共振成
像技术已被用于啮齿类动物和患者肠道纤维化的检

（２０１７） 》 ，共识意见明确指出抗 ＴＮＦ 单克隆抗体的
管型和肠切除术后克罗恩病患者应早期使用抗 ＴＮＦ

药物，存在炎性非纤维性狭窄性病变的患者应优先

。 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最新

推荐使用。 克罗恩病肠道狭窄是以炎症成分为主，

研究结果表明：标准化磁化转移磁共振成像比值与
纤维化评分具有强相关性（ ｒ ＝ ０ ７６９，Ｐ ＝ ０ ０００） ；与

抗 ＴＮＦ 单克隆抗体治疗有效；狭窄是纤维化成分为
主，盲目使用抗 ＴＮＦ 单克隆抗体不但不能从治疗中

磁化转移磁共振成像技术能区分轻、中、重度纤维化
和非纤维化狭窄（ Ｆ ＝ ４９ ００２，Ｐ ＝ ０ ０００） ［２６］ 。 该技术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尚无金标准鉴别肠道炎性狭窄

测和分级

［２５］

造影剂增强 ＭＲ 和弥散加权 ＭＲ 成像比较，标准化

可能可用于克罗恩病患者肠道纤维化程度的评估。

虽然诊断肠道狭窄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运用单
一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很难准确区分和鉴别肠道狭窄
的性质 ［２７］ 。 笔者认为：需研发新技术或使用联合性

获益，还可能导致肠梗阻和肠穿孔的严重后果 ［３２］ 。
和纤维性狭窄，存在肠道狭窄的患者需谨慎使用抗
ＴＮＦ 单克隆抗体。

肠道纤维化是慢性炎症的后果，因此专家建议

早期使用抗 ＴＮＦ 单克隆抗体干预，能更有效地控制
肠道炎症，有助于预防克罗恩病术后复发 ［３３－３５］ 。 这

检测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提高肠纤维化诊断

也提示克罗恩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是预防其并发

的准确性。

症的关键。

３．２

狭窄型克罗恩病的治疗探索

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过去 １０ 年克罗恩病患者

肠道狭窄发生率和手术率并没有降低

［２０］

。 目前市

５

结语

综上，以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为代表的抗 ＴＮＦ⁃α

场上尚无针对 ＩＢＤ 相关性肠道狭窄的特异性抗纤

制剂已经成为治疗克罗恩病的一线用药。 但使用

疗中研究最充分的生长因子。 ＴＧＦ⁃β 在纤维化形成

肠纤维化、减少肠梗阻和肠穿孔等并发症发生的风

维化治疗药物。 ＴＧＦ⁃β 是目前在纤维化疾病靶向治

抗 ＴＮＦ⁃α 制剂 治 疗 狭 窄 型 克 罗 恩 病， 并 不 能 对 抗

和免疫调节中均起重要作用。 系统性硬化患者运用

险，亦无法改变克罗恩病的病程。 因此，在使用抗

。 因此，目前尚无研究将 ＴＧＦ⁃β 中

性质非常重要；同时克罗恩病特异性抗纤维化药物

中和抗体全面阻断 ＴＧＦ⁃β 后，其治疗效果不稳定，
不良反应严重

［２８］

和抗体用于 ＩＢＤ 的治疗。 针对性阻断纤维化形成

ＴＮＦ 制剂前早期诊断克罗恩病，谨慎评估肠道狭窄
亟待研发。

· 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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